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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讯（记者刘巍 王超 李抑嫱 董鹏宇）

连日来，我省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大家一

致表示，要强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努力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为群众办事、为百姓谋利、为人

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

调，要坚持学用结合、做到知行合一。牢牢把

握“公安姓党”的政治属性，牢牢把握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全面从严管党新要

求，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深入推进公安机

关党的建设，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和“双百创

建”活动为载体，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作风，以建设“零违纪”公安队伍为目标，深

入推进教育整顿、“作风建设年”活动，切实推

动吉林公安工作实现更大的发展进步。

省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作出工作部署。

会议要求，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

斗志、激发动力，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在把握大局大势中履职尽责，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精心组织安排，推动学习“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走深走实，组织广大检察人员原原本本

读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全省检察机关要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统筹推进政

治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在忠诚履行

职责上激发新动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上做出新成绩，在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上

取得新成效，在打造新时代检察铁军上展现新

气象，为吉林振兴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召开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辅导

会。全体机关干部表示，通过辅导学习，对“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有了

更为清晰、更加深刻的认识。下一步，要把学

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四史”结合起

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在融会贯通中筑牢

党性根基，在知行合一中提高素质本领，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矢志不移的信仰信念信

心，转化为推动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行动，为加快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贡献力量。

团省委、省青联、省学联、省少工委联合举

办的全省各界青少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长春召开。座谈会

上，9名来自全省的青少年优秀代表作交流发

言。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精髓

要义和精神实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指导实

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真正践

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据悉，

接下来，团省委将开展“青年大学习”行动、“实

践育人”计划、“青春建功”行动，迅速掀起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汲取精神力量 强化使命担当
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规划开

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之际，省委、省政府作出向谷凤杰同志学习的

决定，号召全省党员干部以优秀党员为榜样，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践行初心使命，忠诚

履职尽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进程中建功立业。

谷凤杰同志扎根乡村，接力奉献23载，始终

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以忘我的工作热情

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得

到了广大村民的衷心爱戴。谷凤杰同志是新时

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带

头人的先进榜样，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的先锋模范，是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的生动典范。

向谷凤杰同志学习，就要学习她对党忠

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政治品格。23年

前，谷凤杰同志毅然放弃红火的事业，以共产

党人对理想的执着和对信念的坚守，跟随丈夫

回到乡村，改变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局面。

在丈夫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后，她不负

组织的信任重托和村民的强烈恳请，接任村党

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彻底改变乡村面貌；动员

子女返乡创业，带领村民致富……谷凤杰同志

扎根基层、奉献群众的感人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一首新时代共产党员的

奉献之歌。

向谷凤杰同志学习，就要学习她扎根基

层、为振兴乡村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从走上

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起，带领父老乡亲过上好

日子的信念就在谷凤杰心里扎下了根，把全部

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她以身许村、勇毅担当，

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村

“两委”班子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带动村民发

展产业、改善人居环境，逐步构建起“设施齐

全、功能完善、路网相连、畜牧分离”的新型乡

村布局。在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尽最大的努力

干好每一项工作，谷凤杰就像一颗永不松懈的

螺丝钉，用无私大爱和奉献担当为推动乡村振

兴贡献全部力量，在群众心中树立起共产党人

的光辉形象。

向谷凤杰同志学习，就要学习她开拓创新、

为基层治理呕心沥血的探索实践。工作中，谷

凤杰同志始终遵循“不仅要让村民富口袋，更要

富脑袋”的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治

理中，大力弘扬孝道，组织村民绘制文化墙，邀请

传统文化专家来村授课，创办孝亲广播站……村

民经受了一次次文明洗礼和道德锤炼，全村呈现

出政风和顺、家庭和睦、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

新景象。谷凤杰同志潜心干事、一心成事，在求

真务实中开拓创新，在大胆探索中实现突破，闯

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新路。

向谷凤杰同志学习，就要学习她心系百

姓、服务群众、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她多年

来持续帮扶3户贫困户，个人捐资达17万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将自家大巴车用作“村级防

疫值班点”，并自费为村民购买口罩和防疫药

品；忠实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多次向全国两会

递交涉及“三农”问题的提案建议……恪守初

心、以民为亲，谷凤杰心里总是装着村民的事、

集体的事，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坚持做百姓

的贴心人、代言人，她身上体现的正是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和不变初心。

榜样是一面镜子，更是前行的方向。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以谷凤杰同

志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党的宗旨，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埋

头苦干、攻坚克难、不懈奋斗，为新时代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弘扬“三牛”精神 建功新时代
——向谷凤杰同志学习

本报评论员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生机勃勃。

敦化市大石头镇南约9公里处，此起彼伏

的牛羊欢叫，即是三道河子村演绎乡村振兴的

“进行曲”。

谷凤杰是三道河子村的“掌舵人”，2010年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以来，她继承夫志，

夯实党的基层堡垒，带领乡亲们拔“穷根儿”、长

“富苗儿”，美化家园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十一

载春华秋实，三道河子村如今已实现蝶变，昔日

的“贫困村”“上访村”“落后村”摇身一变，成了令

人称羡的“富裕村”“文明村”“生态村”。

“俺们村能有今天，多亏有个好书记。没

有她，就不会有今天富裕文明、环境优美的三

道河子村！”提起谷凤杰，三道河子村的乡亲们

个个竖起大拇指。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让村民过上

好日子是我的责任”

三道河子村紧邻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因

地势低洼，村里“十年九不收”。因为贫穷，三

道河子村曾上访成风，在全市都出了名。

为改变三道河子村贫穷落后的面貌，1998

年，大石头镇党委书记找到谷凤杰的丈夫丁志

华，动员他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

们摘掉三道河子村的“贫困帽”“上访帽”。当

时，谷凤杰夫妇在敦化市开了一家餐馆，生意

红火，年收入数万元。但在丁志华看来，自己

家富裕不是真的富裕，只有乡亲们一同致富才

是真的富裕。随后，丁志华毅然回到三道河子

村，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丈夫的一言一行

深深感染着谷凤杰，为了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工

作，谷凤杰索性关闭了餐馆，全家搬回三道河

子村，无怨无悔地做起了丈夫的贤内助。

经过几年奋斗，村民们一改往日陋习，一

心忙着脱贫致富，村里再也没有缠访闹访的事

情发生。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三道河子村逐步走

入正轨时，2010年5月，丁志华突发心脏病倒

在工作岗位上。当时正值农忙，全村乡亲却都

放下自家的农活为丁志华送行，陪着谷凤杰度

过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办完丁志华的后事，村民们来到谷凤杰

家，恳切地说，“老书记走了，村里没了主心骨，

我们就信你，这个书记得你来当。”沉浸在痛苦

中的谷凤杰本无心工作，可看着村民诚恳又焦

灼的面容，想到丈夫为之奋斗的事业，她的心

动摇了。

“妈，我爸的命已经搭上了，你可不能再干

了！”女儿丁淇哭着劝她。女儿的话撕扯着谷

凤杰的心，泪水一下子决了堤。过了许久，谷

凤杰抬起头，她泪眼婆娑地对女儿说：“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是我的责任，

这也是你爸爸的遗愿，我要替他来完成。”在两

个月后的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中，全村16名党员

以全票通过的形式表达了对谷凤杰的支持。

从此，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接力棒”传到谷凤

杰的手中，她成为三道河子村新的“当家人”。

上任以后，谷凤杰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

“代言人”，谁家的事儿她都惦记着。村民刑淑

珍老人的腿病复发了，谷凤杰不放心，忙完手头

的事儿，专门往老人家里跑一趟。“腿咋样啦？

有事儿你得跟我说。”人还没进屋，谷凤杰沙哑

的声音就响起来了。“一点小毛病，你还跑一趟！”

看见谷凤杰来了，刑淑珍老人心里暖暖的。“凤

子真是俺们的好书记，村里不管谁家有事，她都

管、都帮，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她真没少出力。”刑

淑珍拉着谷凤杰的手，眼睛笑得像月牙儿。

履职11年来，谷凤杰始终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本色。“群众信任我、需要我，我更应该踏

踏实实地为大家服务，把他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儿去办。”谷凤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天，70多岁的李春兰火急火燎地赶到村

部，扯着嗓子喊：“凤子，我家地可咋办呀？”原来，

春播的时间眼看就要过了，李春兰家的田还没耙

出来，庄稼种不到地里。“李婶儿，别上火，包给我，

保证不耽误你种地。”有了谷凤杰的承诺，老人的

心火泻了下去。当天，谷凤杰就让人开着自己家

的车去帮忙，不但帮李春兰耙了地，还播上了种

子。“凤子是真心为咱老百姓办事儿，俺们有困难，

都愿意找她。”提起谷凤杰，李春兰逢人便夸。

心系群众，情洒黑土。在三道河子村，没

有谷凤杰没去过的家门儿。上至耄耋老人，下

至垂髫幼童，都愿意和她聊天；谁家出现矛盾

纠纷，无论酷暑寒冬，她总是第一时间登门调

解；谁家遇到困难，无论刮风下雨，她总是第一

时间扶危帮困。

党员干部只有心系群众，才会让群众看到

希望，才能得到群众拥护。三道河子村几次组

织换届选举，谷凤杰都以高票连任村党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她已经成为全村百姓离不开

的“主心骨”“顶梁柱”。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光说不

干的‘假把式’要不得”

谷凤杰是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省特等劳

动模范，更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共产党员就要起到先锋

模范作用，关键时刻就要向前冲，让党放心。”

谷凤杰一直用这句话严格要求自己。

2017年7月23日，敦化地区遭遇50年一

遇特大洪灾，谷凤杰不顾颈椎病发作带来的头

晕目眩，坚持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冲到抗洪第一

线，连夜冒雨疏散转移村民，保证了全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谷凤杰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也牵挂着

谷凤杰。“书记，我们都出来了，你也快点出来

吧！”当夜，一直不见谷凤杰身影，乡亲们急得

团团转，他们在微信里一遍一遍地呼叫。此时

的谷凤杰正跋涉在齐腰深的水里，挨家挨户地

做最后一遍核查，以确保不落下一位群众。“我

是村干部，乡亲们有一个人没撤出去，我就不

能撤离。”谷凤杰说。“谷书记光顾着照顾大

‘家’，却把自己的小‘家’忘了。那一天，她把

乡亲们都转移出来了，却把自己年迈的老公公

忘在家里。”时隔多年，谈起当年的情况，村民

张艳依旧哽咽。

群众心疼谷凤杰，常跟她说：“凤子，你一个

女人家，家里、村里‘一肩挑’，不用那么拼命，给

我们出出点子就行。”谷凤杰却认为，“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光说不干的‘假把式’要不得。”

贫困户范凤军、范凤利、范凤财三兄弟刚

搬到三道河子村时，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也没

有后代，谷凤杰便主动承担起三兄弟吃饭和看

病的费用。“你也得养家养孩子，还管他们干

啥？”有村民劝谷凤杰。“他们既然搬到咱们村，

我作为书记，就得管他们。”谷凤杰说。温暖的

关爱感动着三兄弟，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后

来，村里有了扶贫公益岗，谷凤杰就安排范凤

利在村里当保洁员。“妹子，你放心，我一定把

工作干好！”范凤利向谷凤杰保证。之后的工

作中，范凤利一直兢兢业业，他所负责的路段

一直都是三道河子村最干净的，他自己也从

“贫困钉子户”变成“明星保洁员”。2020年，

范凤财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自愿捐献遗体，

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

2010年以来，谷凤杰一直承担着村里5名

贫困村民的帮扶工作。脱贫攻坚任务开始后，

谷凤杰按照规定，把他们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完成政府规定的扶贫任务的同时，每年

再从自己的耕地收成里拿出一部分接济他们。

逢年过节，她还购置慰问品送到贫困户家中，谁

遇到生活困难，她都施以援手。多年来，谷凤杰

自掏腰包用于帮扶贫困群众的财物累计达17万

余元，帮助全村所有贫困户成功脱贫。

谷凤杰廉洁奉公，不仅从来不占公家便

宜，而且在每年出差开会、购买办公物品时，还

会为村里支付数万元，却从未报销过一分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连续45天将自家大巴

车无偿用作“村级防疫值班点”，还拿出近千元

购买防护口罩、药品等防疫物资，挨家挨户发

放至村民手中。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谷凤杰十分重视村级党建工作，

在村里开创“五好党组织”活动，教育全体党员

干部坚定党性观念、勤勉履职，处处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她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广泛开展

理论学习，组建党员“宣讲小分队”，逐门逐户宣

讲党的新思想新理论；她还率先提出并开展“村

级事务党员代办”活动，建立村级党员事务服务

站，实施14项党务创新举措，为村民办好事、做

实事。村里发展新兴产业，党员干部带头先行

先试，解除村民的后顾之忧。村民家中遇到难

事，党员志愿服务队也总是冲锋在前作表率。

党组织的堡垒作用，让村民有了“主心

骨”。“有事找书记、发展靠支部”“听党话、跟党

走”成了村民们的共识。现在，全村618名村

民中，已有22名正式党员、7名入党积极分子，

最近又有12名村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情 系 乡 亲 谱 新 篇
——记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谷凤杰(一)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近年来，长春市税务部门精准聚

焦纳税人缴费人实际需求，通过建立“1+N+M”税e办纳税服

务中心、开设纳税服务工作室等一系列便民举措，不断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税费服务更加便利、高效、优质。

在长春市二道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1+N+M”税e办纳

税服务中心的牌子格外醒目。在这里，不见纳税人的身影，

办税人员却通过电话和电脑提供实时服务。税务人员乔荷

心正在与纳税人刘丽君进行视频连线，办理完税证明。共

享了手机界面后，乔荷心引导纳税人在“税e办”系统中顺

利完成了相关操作，整个流程仅用了5分钟。

为了解决办税服务厅咨询电话难拨通的问题，今年年

初，长春市税务局在全市各县（市）区税务局建立了“1+N有

问必答咨询中心”，通过小号连呼手段，实现了电话忙线时

直接跳转到下一部空闲电话，保证无占线、不等待。最近，

二道区税务局作为试点单位，进一步升级服务，增加了多媒

体座席，集成为“1+N+M”税e办纳税服务中心，实现214项业

务“共享办”、183项业务“帮你办”。

“‘1+N+M’税e办纳税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咨询专线、

在线视频、远程可视化辅导等专业功能优势，满足了纳

税人能听、能看、能查、能办的非接触式办税需求，切实

改变了纳税人集中于办税服务厅办税的现状。该中心

运行以来，日均接听电话量由200余次增加到600余次，

首拨接通率和答复满意率均达到100%。”二道区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说。

“有难题就找刘金成。”在长春市经开区税务局办税服

务大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刘金成是该局办税服务厅的一

名税务干部，多年来，他立足本职工作，吃苦耐劳、热心服

务，先后获评“中国好人”“中国好税官”等荣誉称号。

今年7月，在开展“深化党史学习、传承税工精神”活动，

以及纳税服务提质升级专项行动的背景下，经开区税务局成

立了“刘金成纳税服务工作室”，专门搜集纳税人缴费人在办

理业务时遇到的疑难问题，再由工作室成员共同研究讨论，

推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服务举措。工作室成立以来，

已累计为纳税人缴费人解决各类疑难问题24件。

“今年4月，我有幸被经开区税务局选为首批‘税收体

验官’。前不久，参加了一次体验活动，给我留下了很深印

象。”长春市兴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张旸说，

“税务部门不仅在简化办税流程、精简办税资料上下了很大

功夫，还通过设立‘中国好税官’示范岗等方式，为我们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长春市税务局主要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在推出 6

类 30项 200条服务举措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深化改革

智慧服务——税e春城专项行动’，推进纳税服务提质升

级，大力减次数、减环节、减资料、减时间，实现缴税快、审

批快、退税快，做到服务优、感受优、形象优，努力为长春市

进入全国营商环境第一方阵、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贡献税务力量。”

服务更加便利高效优质
长春市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以“硬措施”抓好“软环境”

三道河子村举行孝心村饺子宴，谷凤杰(左三)和几位村民在为老人包饺子。 （资料图片）

本报7月11日讯（记

者李婷 张添奥）7月9日

至11日，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张恩惠到吉林市，深

入企业、社区、村镇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

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保障企业转型升级、

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和市县乡换届等工作高

质量开展。

张恩惠指出，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完

成省委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务求学深悟透做实，

以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

效。要聚焦企业转型升

级，加强企业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把人才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全力推

动企业创新发展。要积

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的有效载体和途

径，加强新时代吉林党支

部标准体系（BTX）建设，

切实发挥好党的组织优

势，扎实开展好“作风建

设年”“我为群众办实事”

等活动，不断增强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要进一步夯实农村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把加强

两委班子建设和乡土人

才培养作为抓农村基层

党建的关键，以组织振

兴、人才振兴带动产业振

兴，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持续做大做强乡村产

业，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要把做好市县乡

换届作为贯穿全年的重

点工作，全面对标中央要

求，着力优化领导班子结

构，精心做好换届各项工

作，从严从实开展换届纪

律风气监督，确保换届工

作平稳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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